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文化底蕴的在地創生與傳播--府城 vs 月津」 

活動成果表單 
活動名稱/主題 睦鄰親子教室教具製做 

活動主要性質 □學生研習□教師研習□社區互動  □社區共學 

□其他，請說明「課前教具製做」 

活動日期/時間 108  年   08   月 09   日   14   時   00    分起至 

108  年   08  月  09  日   17   時   00分止 

活動地點 太帄境教會 

合作機構 台南市愛鄰關懷協會 

活動負責人 呂春鶯 

參與人員 6 人次/請附簽到單 

活動方式  

活動內容及目的 目的─ 預備教案及製做教具。 

 

內容─ 討論教案。依週報主題構思製做相關教具。 

 

執行情況 縱觀十一、十二月課程計劃: 

 

11 月 03 日  

主題「撒該遇見耶穌」 

     經文: 路加福音 十九章一節~十節(合和本) 

1 耶穌進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2 有一個人名叫
撒該，作稅吏長，是個財主。3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
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
4 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
從那裏經過。5 耶穌到了那裏，抬頭一看，對他說：
「撒該，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裏。」6 他就
急忙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7 眾人看見，都
私下議論說：「他竟到罪人家裏去住宿。」8 撒該站
著對主說：「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給窮人；我若訛
詐了誰，就還他四倍。」9 耶穌說：「今天救恩到了
這家，因為他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10 人子來，為
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課程活動: 

1、 認識耶西樹，基督教節期在今年 12 月起

開始待降與聖誕節期，分享相關經文。 

以賽亞書十一章 1-10 節「大衛譜系－耶

西的枝子」 

操作教具「耶西樹」:  

厚紙捲筒樹幹上有耶西樹的簡介及完成



圖，家長和孩子可以看著操作。將 8 個

圖片方舟、星星、蠟燭、海扇貝殼、火

鉗火炭、皇冠、空帳棚、焚燒的荊棘，

用小木夾夾在鐵絲樹枝上面，說故事並

教導孩子認識圖片的意義。 

 

2、 專注力: 比較高矮/長短 

活動 1、竹竿遊戲 

        設不同的高度，例 75cm 80cm  

        仰身過竹竿，身体不能碰到 

        若竹竿掉下來就淘汰 

        可以過到最低的人為贏家 

活動 2、兩把尺，一長、一短 

       家長協助孩子辨識長短，依孩子

的能力可以學習單位公分及量

長度。 

 

11 月 10 日 

主題「永遠在天國」 

經文:路加福音 二十章二十七節~三十八節 

27 撒都該人常說沒有復活的事。有幾個來問耶穌
說：28「夫子！摩西為我們寫著說：『人若有妻無子
就死了，他兄弟當娶他的妻，為哥哥生子立後。』
29 有弟兄七人，第一個娶了妻，沒有孩子死了；30
第二個、第三個也娶過她；31 那七個人都娶過她，
沒有留下孩子就死了。32 後來婦人也死了。33 這
樣，當復活的時候，她是哪一個的妻子呢？因為他
們七個人都娶過她。」34 耶穌說：「這世界的人有
娶有嫁；35 惟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
人也不娶也不嫁；36 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
樣；既是復活的人，就為 神的兒子。37 至於死人
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稱主是亞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就指示明白了。38 神
原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因為在他那
裏，人都是活的。」 

 

專注力: heavenly clouds 

活動 1: 天堂 

        棉花表現白白的雲 

        棉花棒代表雨，雨從天降 

        引導孩子，白雲的上端有什麼？ 

        白雲的上面，還有一個地方天堂 

 



 

11 月 17 日 

主題「祂掌管未來」 

經文: 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五節~十九節 

5 有人談論聖殿是用美石和供物妝飾的；6 耶穌就說：
「論到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將來日子到了，在這裏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7 他們問
他說：「夫子！甚麼時候有這事呢？這事將到的時候有
甚麼預兆呢？」8 耶穌說：「你們要謹慎，不要受迷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又
說：『時候近了』，你們不要跟從他們！9 你們聽見打
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有，只
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10 當時，耶穌對他們說：「民
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11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
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12 但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們，逼迫你們，
把你們交給會堂，並且收在監裏，又為我的名拉你們
到君王諸侯面前。13 但這些事終必為你們的見證。14
所以，你們當立定心意，不要預先思想怎樣分訴；15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是你們一切敵人所敵不
住、駁不倒的。16 連你們的父母、弟兄、親族、朋友
也要把你們交官；你們也有被他們害死的。17 你們要
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18 然而，你們連一根頭髮也必
不損壞。19 你們常存忍耐，就必保全靈魂。」 

 

專注力: mobile leaves 

活動 1:踩葉子 

  請孩子們去課室外撿枯黃的樹葉子 

  大家把撿到的葉子收集在大盆子裡 

來踩葉子，會發出咖吱的聲音 

  學習辨識聲音。 

 

 

11 月 24 日 

主題「君王再臨」 

經文: 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三十三節~四十三節 

33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
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
在右邊。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
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兵丁就拈鬮分他的衣服。
35 百姓站在那裏觀看。官府也嗤笑他，說：「他救了
別人；他若是基督， 神所揀選的，可以救自己吧！」
36 兵丁也戲弄他，上前拿醋送給他喝，37 說：「你若
是猶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38 在耶穌以上有一



個牌子寫著：「這是猶太人的王。」39 那同釘的兩個
犯人有一個譏笑他，說：「你不是基督嗎？可以救自己
和我們吧！」40 那一個就應聲責備他，說：「你既是
一樣受刑的，還不怕 神嗎？41 我們是應該的，因我
們所受的與我們所做的相稱，但這個人沒有做過一件
不好的事。」42 就說：「耶穌啊，你得國降臨的時候，
求你記念我！」43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
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 

 

明辨力:backward walking(倒退走) 

活動訓練帄衡: 

看玩具史努比倒退走路 

鴨嘴帽反帶(正面朝後) 

學史努比倒退走路 

發展帄衡感 

辨識前後 

                類比:順時鐘、逆時鐘 

                     順水行舟、逆水行舟 

 

12 月 01 日 

主題「快到了」 

        馬太福音 二十四章三十六節~四十四節(合和本) 

36「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
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37 挪亞的
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38 當洪水以前的日
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39
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
要這樣。40 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
一個。 41 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42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
天來到。43 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警醒，
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4 所以，你
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聆聽力:Christmas bells(不同鈴鐺聲) 

活動辨識聲音:帶各種鈴鐺來，大小不同 

材質不同發出的聲音也不同 

 

 

12 月 08 日 

主題「聖誕節你準備好了嗎？」 
經文:馬太福音三章 1-12 節(合和本) 



1 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 2 「天

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3 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

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 說： 預備主的道，修直

他的路！」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

是蝗蟲、野蜜。 5 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旦河

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 6 承認他們的罪，在

約旦河裏受他的洗。 7 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

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

將來的忿怒呢？ 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

稱。 9 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

來。 10 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

砍下來，丟在火裏。 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

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

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12 他手裏拿著簸

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

盡了。」 

 

專注力:facing-in(clockwise)順時鐘 

Facing out(counter clockwise)逆時鐘 

 

活動:帶孩子們到教室外的洗手台洗手， 

說施洗約翰的故事。 

 

 

12 月 15 日 

主題「啟明星，亮晶晶」 
經文:馬太福音十一章 2-11 節 

2 約翰在監裏聽見基督所做的事，就打發兩個門徒去， 3 

問他說：「那將要來的是你嗎？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 

4 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

翰。 5 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

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6 凡不因我

跌倒的就有福了！」 7 他們走的時候，耶穌就對眾人講

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出到曠野是要看甚麼呢？要看風吹

動的蘆葦嗎？ 8 你們出去到底是要看甚麼？要看穿細軟

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裏。 9 你們出

去究竟是為甚麼？是要看先知嗎？我告訴你們，是的，他

比先知大多了。 10 經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

你前面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 11 我實在告訴

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過施洗約翰的；

然而天國裏最小的比他還大。 

 



活動 1: 用毛根編織雪花 

活動 2: 唱聖誕歌 

雪花隨風飄 花鹿在奔跑 聖誕老公公 駕著美麗雪橇 

經過了原野 渡過了小橋 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呀不避風霜面容多麼慈祥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 大家喜洋洋 

 

紅衣紅帽人兩道白眉毛白髮白鬍鬚帶來禮物一包 

穿過了森林渡過了山腰跟著和平歡喜歌聲翩然地來到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你看他呀不避風霜面容多麼慈祥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響亮 他給我們帶來幸福 大家喜洋洋 

 

唱完之後，要教導孩子聖誕節不是聖誕老公

公的生日，是耶穌的生日，引導認識耶穌。 

 

 

12 月 22 日 

主題「耶穌將要進成」 

   經文:馬太福音十一章 18-25 節(合和本) 

18 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下面：他母親馬利亞已經許

配了約瑟，還沒有迎娶，馬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19

他丈夫約瑟是個義人，不願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

的把他休了。20 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

夢中顯現，說：大衛的子孫約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

的妻子馬利亞來，因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21 他

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

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22 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

主藉先知所說的話，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

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

同在。）24 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

妻子娶過來；25 只是沒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兒子（有

古卷：等他生了頭胎的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 

活動:讓孩子扣扣子練習 

      把一條一條的布條用扣子扣成一個

個的環然後把他掛起來佈置教室 



活動成果 1、完成 1-10 數學教具 串扣子(1-10 樣品) 

參與對象及人數 學生 0 名；教師 6 名；社區居民 0 名；其他 0 名。 

男女參與比例 男性 0 名，女性 6 名，共計 6 名。 

填表人 彭婉婷 

其他補充說明  

活動成果照片 

 
 

將紐扣分類 選用材料及思考配色 

 
 

活動教具:比較高矮/長短 活動教具:比較高矮/長短 

 
 

參考國外網站資料 參考國外網站資料 

 

註：舉凡工作坊、研討會、讀書會、專題演講等活動，皆請於活動後 2週內填報本表。並繳

交下列佐證資料：如活動海報、簽到表、活動照片（至少 6張）、活動手冊、演講完整講稿或

PPT 等。繳交之檔案以原始檔為主(如 word、excel等)。 

 


